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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跳躍在運動生物力學上是常見且常用的動

作。跳躍的動作可以分成下蹲垂直跳與屈膝垂直

跳。在下蹲垂直跳與屈膝垂直跳的比較，下蹲垂

直跳不論在最大離地速度與重心上升高度上，皆

遠大於屈膝垂直跳〈洪彰岑等，1997〉。故本研

究為探討利用下蹲垂直跳的動作，在跳離地面後

雙腳屈膝與否，是否會影響跳躍高度。方法：用

3D 影像擷取系統〈Vicon Mx T40- 100Hz〉來拍

攝運動中身體肢段所做的移動，以同步方式結合

測力板〈Kistler〉測量地面反作用力，利用

Matlab 程式計算數據後比較兩者跳躍高度的變

化，是否有差異。結果：顯示下蹲垂直屈膝跳時，

跳躍高度較下蹲垂直跳時高。結論：若往後需在

測力板上做跳躍實驗時，建議起跳後避免屈膝而

影響真實跳躍高度。 
 
 

關鍵詞：下蹲垂直跳、測力板、跳躍高度 
 
Abstract 
 

Jumping is a common motion in 
Biomechanics. Counter movement jump(CMJ) 
and squat jump(SJ) are two kinds of jump 
movement. No matter the maximum velocity of 
take off and jumping height, CMJ is more than 
SJ.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iscuss 
that does knee flexion affect jumping height 
after jumping. Method: Use the 3D motion 
capture system (Vicon Mx T40- 100Hz) to 
capture the motion of segments combined with 
force platform to measure the ground reaction 
force in the same time. And use Matlab to 
compute the data of the two methods. Then 
compare the variation of jumping height of 
CMJ and CMJ with knee flexion. Result: This 
result shows that CMJ is higher than CMJ with 

knee flexion. Discuss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jump with knee flexion should be avoided 
if your research need jumping on the force 
platform. Otherwise, the results may have 
in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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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在許多運動項目中，垂直跳的高度是影響運

動員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例如：排球的攔網及

扣球、籃球爭奪、羽球之跳躍殺球等 〈洪玉山，

2006〉。在生物力學上，測量跳躍動作常使用攝

影機及測力板的方法來計算離地時間及高度。利

用測力板與攝影機分析跳躍高度時，由測力板及

身體重心所得到跳躍高度，應以身體重心的改變

量為主要參數，避免以腳尖或單一肢段為参考點

〈曾景松，2008〉。過去研究大多針對垂直跳之

運動學参數進行比較與分析，用以了解影響垂直

跳之運動學因素〈洪玉山，2006〉。跳躍動作的

研究常與測力板配合獲得實驗數據。Paradisis 與

Zacharogiannis〈2007〉利用測力板做下蹲垂直跳

來驗證震動式訓練是否對爆發力的表現有效。

Bosco et al.,〈2000〉也使用在測力板上跳躍的方

式來檢測震動式訓練的賀爾蒙反應。故本研究將

探討跳躍時屈膝動作對高度的影響與否。 
 

三、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中共有 9 位一般大專生參與實驗，一

年內無下肢傷害且自願參與實驗。受試者基本資

料如表一所示。 
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料表 

人數 
(男 : 女) 

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年齡(歲) 

9(5 : 4) 170.94±6.16 69.86±13.81 23.78±1.30

 
用 3D影像擷取系統〈Vicon Mx T40 -100Hz〉



 來拍攝運動中身體肢段所做的移動，以同步方式

結合 Kistler 測力板〈1000Hz〉測量地面反作用力。 
本研究的測試方式是兩種不同跳躍方式做

比較。在拍攝之前向受試者說明實驗流程及注意

事項，確定受試者了解如何動作。每一次跳躍動

作皆盡全力垂直向上跳，並且雙手插腰。拍攝的

姿勢分別為「下蹲垂直跳」與「下蹲垂直屈膝

跳」。「下蹲垂直屈膝跳」的方式為，下蹲垂直跳

離地後小腿向後勾起。受試者動作共分六次拍

攝，都在測力板上進行，以隨機方式決定垂直跳

順序，並同步結合 Vicon 攝影機擷取動作影像。 
實驗所得資料以 Matlab 軟體撰寫程式做資

料分析。將測力板所收得的資料，用 Matlab 軟體

找出離地瞬間與落地瞬間之時間點，相減後得騰

空時間長度，利用騰空時間長度推算出離地高

度。再將 Vicon 攝影機所收到的光球點資料參考

人體肢斷參數(何維華，2002)，使用人體重心法

計算，進而計算出高度變化。再比較測力板與

Vicon 攝影機所得的下蹲垂直跳與下蹲垂直屈膝

跳之騰空時間差異。統計方法使用相依樣本 t 檢
定，檢驗兩種計算方式所得之跳躍高度，顯著水

準訂為 p< .05。 
 

四、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結果顯示如圖一。在下蹲垂直跳時，

Vicon 攝影機所得的跳躍高度為 27.46 公分，測力

板數據所計算出的高度為 26.40 公分，其數值達

顯著差異(p < .05)。而在下蹲垂直屈膝跳時，Vicon
攝影機所得的跳躍高度為 27.70 公分，測力板數

據所計算出的高度為 28.37 公分，下蹲未達無顯

著差異。顯示下蹲垂直屈膝跳時，跳躍高度較直

膝垂直跳時高。且 Vicon 攝影機與測力板數據比

較結果，經由測力板所得知的跳躍高度有低估的

趨勢。 

 
 
 

 
 
 

圖一 不同測量與跳躍方式之跳躍高度 

 

黃裕斌與翁梓林〈2008〉在評估人體跳躍

高度之差異的研究中，使用四種方法評估，其中

也使用到人體重心法與騰空時間，但結果顯示騰

空時間所計算出的跳躍高度高於測力板結果，與

本研究相左。推測原因為，黃裕斌與翁梓林的人

體重心法是使用 Kwon3D 動作分析軟體處理，可

能因為人為操作可能產生的誤差導致結果與本

研究結果有所不同。 

 
五、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所顯示的結果，說明下蹲垂直屈膝

跳時，跳躍高度較下蹲垂直跳時高。但測力板所

得的資料中，在下蹲垂直屈膝跳時，可能因屈膝

而延長落地時間，導致推估的跳躍高度較高，而

形成無顯著差異的結果。在過去的研究中，與跳

躍高度相關之研究，常使用測力板作為實驗工具

如 Paradisis 與 Zacharogiannis〈2007〉以及 Bosco 
et al.〈2000〉的震動式訓練研究都使用測力板來

計算。所以建議若往後需在測力板上做跳躍實驗

時，應避免屈膝跳而影響真實跳躍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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